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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今年10月8日是第21个
“全国高血压日”，我跟大家聊
聊自测血压这个话题。

哪些人需要自测血压 凡
有条件的高血压患者均应积极
进行家庭自测血压。特别是白
大褂高血压（有些患者看到医
生就紧张，血压升高）和隐蔽性
高血压患者，血压易波动的老
人，需严格控制血压的糖尿病、
肾脏病患者，以及血压控制不
佳的继发性、难治性高血压患
者，更应重视。血压正常者宜
每年测量 1 次；血压虽未达到
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但已偏高
者，应每月或每季度测一次。

哪些人不适合自测血压
焦虑或喜欢根据血压读数自己
改治疗方案者，不建议自测血压。

哪种血压计较合适 公认
的国际血压计验证标准有：美
国医疗器械检测协会（AAMI）、
英国高血压学会（BHS）和欧洲
高血压学会（ESH）的标准。合
格的电子血压计应通过上述3
个标准中的至少 1 个，购买时
要问清。通常，电子血压计每
半年至1年需校正一次。家用
电子血压计有上臂式、腕式和
指套式 3 种。上臂式可靠性
好，受到各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的一致推荐。腕式仅推荐用于
寒冷地区或肥胖者没有合适袖
带时。指套式不推荐使用。注
意：当心率很快、很慢，或存在
完全没有规律的心律失常（如
房颤）时，电子血压计测量的数
据常不可靠或无结果。

自测血压的正常值是多
少 家庭自测血压一般比诊室
血压和动态血压（白天平均血
压）低5毫米汞柱，高血压的诊
断标准为 135/85。当发现家
庭自测血压值超标后，患者应
及时就医，请专科医生诊治。
因为高血压的诊断除了要看血
压是否升高外，还要排除继发
性高血压，并对已合并存在的
其他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如糖
尿病、血脂异常）和靶器官损害
（如心室肥厚、肾功能损害、血
管斑块）进行综合评估。

正确的测压方法是什么
1.测量前1小时内避免剧烈运
动、进食、吸烟，以及喝含咖啡
因的饮料或浓茶。2.排空小
便，放松精神，至少安静休息5
分钟。3.上臂裸露或穿一件薄
内衣，手臂肌肉放松，手掌向上
平伸，不要紧握拳头。4.将气
囊袖带排空气体后，平整、舒适
地缚于上臂，袖带下缘距肘弯

2 横指，松紧度以能伸入两指
为宜。5.袖带大小合适，与心
脏保持同一水平。测压时保持
安静，不讲话，不活动。6.每次
连续测量3遍，间隔1分钟，计
算后2次血压的平均值，精确到
偶数，即取 0、2、4、6、8 毫米汞
柱的尾数。7.如实记录每次测
血压的日期、时间和血压读数，
若能将心率一并记录则更佳。

测量哪一侧手臂更好 一
般新近确诊的高血压患者应测
双手血压。由于左、右上臂血
压存在10毫米汞柱的差异，故
每次测压宜采取同一姿势和同
侧手臂（一般选右臂），以便对
比。如果两臂血压相差 20 毫
米汞柱以上，常提示存在血管
病变，应分别测双臂血压。

选择什么体位测量血压
除卧床患者外，测血压一般选
择坐位。患者坐于有靠背的座
椅上，双脚自然着地，避免交
叉。老年人，特别是怀疑存在
体位性低血压者，应同时测仰
卧位和立位的血压。方法：平
卧半小时后，先测仰卧位血压；
然后取站立位，分别测1分钟、
5 分钟的立位血压，若收缩压
下降达 20 毫米汞柱或舒张压
下降达1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

体位性低血压。
多久测压一次较合适 人

体的血压存在昼夜节律，多数
人早上的血压较高，晚上的血
压较低。通常，在诊治初期，宜
每日早晚（早餐和服降压药前，
晚睡前）各测1次血压，连续1
周，去除第1天血压值，计算后
6 天的平均值。平日随访观
察，血压稳定者每周选 1～2
天，早晚各测 1 次；血压未控
制、波动大，或服药不规律者，
应增加测量次数，每天早晚各
测1次，或每周自测几次。

测出血压不正常怎么办
若一天中测的血压都不在正常
范围内，可继续测两三天，若无
改善，及时就医，不要在短时间
内反复测血压。当出现明显头
痛、头晕、心慌等不适时，可临
时测血压，以便复诊时为医生
提供调整治疗方案的依据，忌
发现血压高了就自行加药、血
压低了就减药，以免加剧血压
波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
民医院特需医疗科主任 黄高忠）

痔疮预防有妙方
上厕所时间过长、长

期便秘或长期腹泻、经常
吃辣椒、久坐久站都是痔
疮发作的高危因素。痔疮
发作时多次温水坐浴能起
到静脉回流、消肿解痛的
作用。另外，大便后及时
用清水清洁干净，上药也
很关键。当然还是建议及
时就医。轻中度痔疮保守
治疗，改变生活方式就能
达到预防复发的效果。

除了行为上改变和规
律运动，高纤维饮食也相
当重要。建议平时少辣多
饮水，多吃蔬菜、水果、豆
制品。发作时可以试试瓜
菜滚肉汤，如果血脂正常，
建议汤中加些芝麻油。（摘
编自《广州日报》）

早晚一杯水防血黏
秋燥，最大的危害在于

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这
是因为秋季天气干燥，体内
会丢失大量水分和盐分，全
身的血容量明显下降，血液
黏稠度升高，血压上升，可
能促进血栓形成，增加心梗
和脑梗的风险。

为了让血液不至于过
于黏稠，建议运动不要太激
烈，多喝水，尤其是大量运
动后适当喝点淡盐水。建
议坚持每天清晨起床后喝
一杯水，大约200~300毫升
就足够，如果夜尿不多的人
群，也可以晚上睡前喝一杯
水。此外，要注意保暖，重点
控制血压和戒烟、戒酒。若
经专科医生判断为心脑血管
疾病的高危患者或既往有缺
血性脑卒中病史者，在排除
禁忌症后，需长期口服抗栓
药物以预防中风发生和复
发。（摘编自《羊城晚报》）

超声可以连贯、动态地观
察脏器的运动和功能，追踪病
变演变过程，目前已被公认为
肝胆道系统疾病首选的检查方
法。超声没有辐射，费用较便
宜，常被用于健康查体。

B 超除了能对肝、胆等腹
腔脏器进行检查，还可以对乳
腺、甲状腺、颌下腺、腮腺、眼
球、睾丸附睾以及皮下软组织
肿块等浅表器官进行检查，同时
还可以对心脏、颈部血管及四肢
大血管进行检查，并能结合多普
勒等，协助诊断肿瘤的性质，辨
别脏器的受损性质与程度。

因检查部位不一致，超声
检查前的准备事项千差万别。

检查胆、胰 作胆囊超声检
查时，前一天要少吃油腻食物，
检查前8小时（即检查前一天晚
餐后）不应再进食。如胆囊不
显示需要复查，须禁食脂肪食
物24~48小时。若患者同期还

要接受胃肠 X 线造影，超声检
查应安排在它们之前，或在胃
肠钡餐三日之后。胰腺检查的
准备与胆囊检查相同。

检查脾 单纯检查脾无需
特殊准备，但饱餐后脾向后上方
移位，影响显像，故以空腹为好。

检查胃肠 做胃肠检查，前
一晚要进易消化食物，检查当
日早晨空腹，禁食禁水。如患
者需同期作胃肠X线或纤维内
窥镜检查，超声检查也需安排
在它们之前，或在其后2~3日，
以免钡剂和气体对其干扰。

检查腹膜后器官 准备同
胆囊。如需区别病变是否在盆
腔，检查前需要憋尿。检查前
两天不要作钡剂造影。

检查肝、
肾 检查前无
需特别准备，
但 最 好 是 空
腹进行。

孕妇检查 早孕期经腹检
查子宫附件，检查前2~3小时
应停止排尿，必要时饮水500~
800 毫升，务必使膀胱充盈。
如经阴检查子宫附件，则无需
饮水，应排尿并尽量排空大
便。前一天最好少吃油腻食
物，检查前适量进食，避免过多
肠气干扰检查结果。

检查心脏 休息片刻后脱
鞋平卧，解开上衣纽扣，暴露胸
部，让医生检查。

检查盆腔的子宫及附件、膀
胱、前列腺等脏器 检查前需憋
尿，可在检查前 2 小时饮开水
1000毫升左右，检查前2~4小
时不小便。（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附属医院B超室专家 邢业慧）

自测血压必知必会9条

不同部位B超检查准备有别 类风湿可继发眼盲
葡萄膜炎是常见的致

盲眼病，可由细菌、病毒、真
菌和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
感染及自身免疫、风湿性疾
病、外伤和肿瘤等引起。而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出现
葡萄膜炎多是继发。

类风湿性关节炎多会
导致患者出现巩膜炎，即白
眼部发红，如患者没有重视
以及及时治疗，巩膜炎逐渐
加重、蔓延，从而引发葡萄
膜炎。建议类风湿性关节
炎患者平时要注意眼睛变
化，如发现白眼部发红，应
及时筛查巩膜炎，尽早针对
病因治疗。（广州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治
医师 廉丽华）

腹泻时要继续进食
秋 季 是 腹 泻 的 高 发

季。网上所说的“饥饿疗
法”治腹泻非但不靠谱，还
可能危及生命。发生腹泻
一定要继续进食，不要滥
用抗生素，要在医生的指
导下治疗。可以吃一些
稀、软、易消化、有营养的
食物，如鸡蛋羹、麦片粥、
米粥、面条等，少喝牛奶，
忌食生冷、油腻食物。（湖
北武汉市中心医院消化内
科主任 张姮）


